
报告指出，2020 年我国共
接收境内外慈善捐赠 2253.13
亿元人民币。 其中，内地接收款
物捐赠共计 2086.13 亿元，首次
超过 2000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38.21%， 占全国 GDP 总量的
0.21%； 人均捐赠 147.77 元，同
比增长 37.06%。 香港特别行政
区接收捐赠 149 亿元人民币，
澳门特别行政区接收捐赠 18
亿元人民币， 台湾地区尚无权
威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我国慈善捐赠呈
现以下特点。

一、 款物捐赠呈上升趋势，
慈善彰显责任担当。 2020 年，我
国现金和物资捐赠均有一定增
长， 现金捐赠达 1473.97 亿元，
同比增长 41.12%； 已连续三年
超过千亿元， 占捐赠总额的
70.66%。2020 年全国物资捐赠折
合 612.1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1.66%，占比 29.34%。

二、 企业仍为重要捐赠主
体， 个人捐赠大幅提升。 2020
年，我国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总额
分别为 1218.11 亿元、524.15 亿
元， 年度增幅均在三成以上，合

计占捐赠总额的 83.52%； 其余
来自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等
方面的捐赠占 16.48%。 企业捐
赠首次超千亿元， 仍为捐赠主
力，个人捐赠同步增长。

三、大量捐赠投入抗击疫情
和脱贫攻坚领域。 2020 年，我国
慈善捐赠主要投向卫生健康领
域， 共接受款物捐赠 710.36 亿
元， 同比增长 160.94%， 占比
34.05%。其中用于疫情防控的捐
赠比重最大，仅 2020 上半年，全
国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受抗疫
捐款 396.27 亿元、 物资 10.9 亿

件。 2020 年
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社
会各界向扶
贫领域的捐
赠达 385.58
亿元， 在改
变贫困乡村
落后面貌 ，
改善贫困人
口 生 活 状

况，提升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
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四、 教育领域捐赠稳定增
长， 亿元大额捐赠不断涌现。
2020 年， 我国教育事业接受捐
赠总额达 450.29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 2.27%，占比 21.58%。 教
育领域的大额捐赠多以企业和
企业家群体、 企业基金会为主。
多家高校教育基金会接受的捐
赠超亿元。

五、百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平
台募捐 82 亿元。 2020 年，我国
慈善组织通过 20 家互联网募捐

平台共筹集善款逾 82 亿元，同
比增长 52%， 超 100 亿人次点
击、 关注和参与了网络捐赠，凸
显出“互联网+慈善”的活力。

六、 慈善信托单数增长明
显，金额增长减缓。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
共 537 单， 财产总规模 33.19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96.70%
和 13.08%。 2020 年，全国慈善
信托新增 257 单， 新增财产规
模 3.90 亿元，总体呈现信托单
数增加、信托财产增速减缓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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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共接收慈善捐赠 2253.13亿元
《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发布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人口
老龄化加速发展，预计“十四五”
末老年人口将达 517 万，人口老
龄化水平将达到 24%。 近日，北
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北京
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首
都“十四五”时期本市老龄工作
的重点任务作出了战略性安排，
涉及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做
好养老服务供给、构建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发展老龄产业、推进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等九个方
面。 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北京
市将建成并运营街道（乡镇）养
老照料中心 280 个、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不少于 1200 个。

根据《规划》提出的发展目
标，到 2025 年，北京市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逐步完
善。初步建立具有首都特色的与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
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及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相协调的老年友
好型城市。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老年
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优
待、家庭赡养、社会参与等制度

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风险应
对能力不断加强， 老龄产业发
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老年宜居
环境建设富有成效。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
求是多样的。《规划》指出，“十
四五”期间，将促进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要健全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
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
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
层次、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
求。 在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
方面，将制定支持子女赡养照
顾老年人的政策措施，鼓励成
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
或共同生活。制定经济困难失
能老年人子女及近亲属回归
家庭照护支持政策，推进失能
老年人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
鼓励为失能老年人家庭提供
支持性喘息照护服务。 建立健
全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支持鼓
励政策，明确上门照护的服务
对象和服务标准等。

在发展就近养老服务方面，
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完善街
道社区就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

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企业和
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基层
群众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公益互
助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打
造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居家养
老社区服务“三社联动”机制。同
时， 建立养老服务顾问制度，全
面实行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完

善老年人巡视探访制度，普遍建
立居家养老社区应急支援系统。

在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方面，将推进区域养老服务
联合体建设，统筹辖区内养老服
务机构、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家庭照
护床位，重点推进就近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推动应建未建空白区

域街道乡镇就近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加快解决养老服务设施配
置不足问题。鼓励连锁化大型养
老服务机构集中运营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到 2025 年，建成并运
营街道（乡镇） 养老照料中心
280 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不少
于 1200 个。

（据《北京青年报》）

到 2025年北京市将建成超 1200 个社区养老驿站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发布

11月26 日， 中国慈善联合会在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线发布了
《2020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中国慈善力量积极参

与抗击新冠疫情、战胜自然灾害，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体现了中国慈善
力量的成长进步和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应对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全社会的无私奉
献与人间大爱。

北京社区养老驿站资料图（来源：《北京晚报》）

■ 本报记者 皮磊

近年中国内地慈善捐赠总额发展趋势

2020年中国内地捐赠领域分布情况


